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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在涂料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唐明秀，宋慧平，薛芳斌
（ 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研究所 国家环境保护煤炭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山西 太原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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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粉煤灰是火电厂燃煤产生的废渣，长期堆置不处理会危害人体和自然环境。 由于粉煤灰自身

结构及具有火山灰效应、充填效应等特点，可作为二次资源再次利用。 我国作为粉煤灰排放大国，一
直在积极寻找更多的有效利用粉煤灰的途径，提高粉煤灰的利用率。 近年来，随着涂料行业的发展，
对填料的需求逐渐增加，国内外需要合适的填料替代品来降低涂料成本。 不少学者将粉煤灰作为原
料应用于涂料行业，根据粉煤灰性质制作各种功能性涂料，发现性能与经济效果良好。 介绍了粉煤灰
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粉煤灰的基本特点，并根据涂料功能进行分类。 重点阐述了各类涂料主
要原理、工艺及产品的性能评价，综述了国内外粉煤灰在涂料行业的研究进展，总结了目前粉煤灰在
涂料行业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粉煤灰的低导热性符合热量阻隔机理，且可与其他隔热型材料结
合，形成反射热量、阻隔热量等多隔热机理共同作用的保温涂层，涂覆于墙体表面提高隔热效果；粉煤
灰理化性质稳定且耐高温，其耐火性质可以使粉煤灰在阻燃涂料中充当抑烟剂、阻燃剂，适用于钢结
构、木材表面和隧道内部墙面等的防火处理；粉煤灰具有胶凝效应，与其他物质作用可以增强材料密
实度，并引入电化学机理提高抗腐蚀能力，用于水泥、金属等表面减轻受腐蚀程度；通过对粉煤灰活
化、改性以及和结晶材料结合，形成更加紧密的涂层，抗渗透防水能力优异；粉煤灰与悬浮剂、分散剂、
黏结剂混合，能够作为铸造涂料涂刷在铸件表面保护铸件、改善成型效果及利于脱模；外加聚合物乳
液、水泥与改性剂，增加粉煤灰与煤层结合强度，开拓了作为井下矿道封堵涂料的能力，致密的涂层有
效防止井下瓦斯危险气体的泄漏。 以粉煤灰为原料，通过多种工艺制备了不同类型的功能涂料，降低
了原材料的经济成本，废弃资源得以再次利用。 虽然粉煤灰在涂料行业已取得较多进展，但由于技术
限制，还存在一些问题，粉煤灰作为涂料填料存在的色度、残碳和利用率等问题仍是下一步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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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ｔｈｕ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ｕｇｇｉｎｇ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ｇ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ｕｓ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ｆｌｙ ａｓｈ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ｓ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ｆｉｌｌｅｒ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ｌｙ ａｓｈ；ｃｏ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０

引

高作物产量，可用来改良土壤和制作化肥 ［１３－１４］ 。

言

我国作为粉煤灰排放大国，一直在积极寻找更

粉煤灰是火力发电产生的工业废弃物，据估计，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粉煤灰年产量将在 ７．８ 亿 ｔ 左右

［１］

，大

多有效利用粉煤灰的途径，提高粉煤灰的利用率。
近些年来，随着涂料行业的发展，对填料的需求逐渐

宗粉煤灰不合理处置将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类

增加，国内外需要合适的填料替代品来降低涂料成

健康。 长期堆存在土地上的粉煤灰因雨水淋溶作

本。 与传统的涂料填料相比，粉煤灰化学成分相似、

用，有害物质渗入土壤，影响土地质量和农产品生

密度合适、分散性良好，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逐渐

产；粉煤灰浸出液渗入附近水体，污染水源；粉煤灰

应用于涂料行业。 粉煤灰作为二次资源再次利用可

颗粒在风力作用下易对周围场地和空气造成大范围

降低涂料成本。 由于粉煤灰具有颗粒形态效应、微

污染

［２］

。

集料效应和火山灰活性，可将粉煤灰作为填料在各

目前粉煤灰主要应用于以下方面：由于粉煤灰
是一种人工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３］

，具有胶凝效应，

在建材方面的利用较为广泛，可以生产粉煤灰水泥
混合材

［４］

、粉煤灰混凝土

［５－６］

，粉煤灰的加入降低了

材料孔隙率，提高了力学性能；利用粉煤灰制砖

［７］

的强度等级、抗冻融性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建材

行业标准，粉煤灰掺量可达 ５０％ ～ ８０％；还可利用粉

类涂料中加以利用。 本文将按照不同类型的功能性
涂料进行划分，主要从原理、工艺、产品的性能评价
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对粉煤灰在涂料中的应用研
究进行综述，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粉煤灰用于涂料的研究进展
粉煤灰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铁，

，粉煤灰掺量为 ４０％时，陶瓷抗折强

其胶凝效应可改善材料内部孔隙结构；低导热性且

度、吸水率均优于行业要求。 粉煤灰中含有大量二

粉煤灰的漂珠中空、耐高温，以及本身的多孔球形结

氧化硅与氧化铝，从中提取氧化铝也是近些年的研

构等特点，可用来制作涂料的填料，在此基础上利用

煤灰制陶瓷

究热点

［１０］

［８－９］

，目前主要运用碱法、酸法和盐法，与石灰

石反应分离硅铝或利用氧化铝溶于酸氧化硅不溶于

酸而进行硅铝分离。 粉煤灰还可制备分子筛 ［１１］ 用
于催化；制备吸附材料处理废水

［１２］

，对污水中 ＮＨ

＋
４

的最大去除率为 ７０．２％；粉煤灰的颗粒形貌及含有
的微量元素，使土壤疏松透气，增加微生物活性，提
２４

一定的改性和活化工艺，生产相应的功能性涂料，如
防腐涂料、隔热涂料、防火涂料、防水涂料、铸造涂料
和封堵涂料，如图 １ 所示。

１ １

防腐涂料

粉煤灰本身性质，如火山灰效应、填充效应，能
够改善材料的内部孔隙结构，增加密实度和优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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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喷涂金属陶瓷复合涂层。 使用基于 Ｔａｇｕｃｈｉ 技
术的试验计划以受控方式获取腐蚀测试数据。 研究
表明：工作功率有一个最佳点，随着工作功率向最佳
点的移动，粒子的熔化程度增加、速度增加，因此涂
层和 基 体 的 黏 附 程 度 提 高。 涂 层 中 铝 粉 含 量 为

１５％、 工 作 功 率 为 １２ ｋＷ 时， 黏 附 强 度 最 高 达 到
３４．５ ＭＰａ。

利用电化学原理是改善金属腐蚀磨损的一种方

式，为了改善无机富锌涂料的防腐蚀性能和降低锌
用量，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９］ 利用镀镍粉煤灰掺入其中，粉煤
Ｆｉｇ．１

图１

粉煤灰涂料分类

灰上的镍层可以改善锌颗粒之间的电连接情况，因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ｃｏａｔｉｎｇ

此镀镍粉煤灰的添加可以提高涂层的阴极保护能

化产物，增强腐蚀性离子的扩散阻力，提高对腐蚀性

力，改善腐蚀磨损。 此外，粉煤灰中的二氧化硅可以

离子的物理化学吸附固化能力。 此外，粉煤灰中存

与涂层发生交联反应，提高无机富锌涂层的机械强

在耐腐蚀矿相如莫来石，能提高涂层防腐能力，适合
用于防腐蚀涂料。

１ １ １

用于水泥基体

水泥基材料主要由于复合物中钙化合物含量高
而面临酸侵蚀的问题，Ｃｈｉｎｄａｐｒａｓｉｒｔ 等 ［１５］ 提出用粉
煤灰地聚合物覆盖水泥基材料来解决酸腐蚀的问

度，镀镍粉煤灰的最佳添加量为 ６．６％。 Ｒｕｈｉ 等 ［２０］

以 ＦｅＣｌ ３ 为氧化剂，对吡咯单体进行化学氧化乳液聚
合，合成了聚吡咯 － 粉煤灰（ ＰＰｙ － 粉煤灰） 复合耐腐
蚀材料。 ＰＰｙ ／ ｆｌｙ ａｓｈ 抗腐蚀原理如图 ２ 所示，共轭
聚合物对钢表面起氧化剂作用，并在金属表面拦截
和传输电子。 由于粉煤灰和聚吡咯之间存在协同作

题。 地聚合物浆料的混合质量比为 ６０％ 的粉煤灰，

用，即聚吡咯为钢基材提供阳极保护，而粉煤灰颗粒

生成的硅酸盐结构和水化产物可以抵抗酸性溶液的

的耐腐蚀性能。 与传统涂层相比，该涂层的优点在

２７％的水玻璃和 １３％的 ＮａＯＨ 溶液。 粉煤灰地聚物

在腐蚀条件下可增强涂层的完整性，从而提高涂料

腐蚀，浸泡 ３０ ｄ 后，水泥基材料的试样仍保持完整，

于聚吡咯的强氧化作用，将电位转移到钝化区，为钢

了铝硅酸盐网络，导致 Ａｌ—Ｏ—Ｓｉ 键断裂，使粉煤灰

的 ＳＥＭ 显微照片如图 ３ 所示。

表面坚硬。 但长时间浸泡，酸溶液中的氢离子侵蚀
地聚物表面的硬度降至低硬度。 因此，对于侵蚀性

表面提供阳极保护。 粉煤灰与 ＰＰｙ 复合前后对比

溶液或长时间浸入时，建议改善水密性并增加涂层
厚度。 Ａｇｕｉｒｒｅ －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等 ［１６］ 对比了碱性活化粉煤

灰和偏高岭土作为防腐材料的性能，通过抗压测试、
黏度测试、抗氯离子能力测试和腐蚀性测试证明，二
者均具有一定防腐蚀能力。 这 ２ 种物质混合的地质
聚合物涂料适合于保护暴露于海洋环境的结构。 但
当氯离子开始扩散后，涂层可能变质，因此涂层保护
作用会随时间衰减。 本课题组以苯丙乳液、粉煤灰、

图２

ＰＰｙ ／ ｆｌｙ ａｓｈ 抗腐蚀原理 ［２０］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Ｐｙ ／ ｆｌｙ ａｓｈ ［２０］

图３

粉煤灰与 ＰＰｙ 复合前后对比的 ＳＥＭ 照片 ［２０］

水泥、功能助剂为原料制备了一种粉煤灰基防腐涂

料 ［１７］ 。 满足国家标准的条件下，超细粉煤灰的加入
量达 ６０％，且性能最好。 ６０％ 的粉煤灰加入生成了
更多的水化产物使其结构致密，阻碍了腐蚀物质的
进入，起到更好的防护作用。

１ １ ２

用于金属机体

金属材料较容易受到腐蚀磨损，在金属表面覆
盖涂层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等离子喷涂涂料适
用于经 常 发 生 腐 蚀 磨 损 的 工 程 及 结 构 部 件， Ｓａｈｕ
等

［１８］

说明粉煤灰预混合铝粉可用于金属基体上等

Ｆｉｇ．３

ＳＥ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ＰＰ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２０］

也有学者利用粉煤灰制作陶瓷涂层，涂覆于钢
材表面，防止冲蚀磨损。 马壮等 ［２１］ 通过热化学反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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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 Ｑ２３５ 钢表面制备了粉煤灰陶瓷涂层。 热化

１ ２ １

入，铝粉在热固化过程中熔化，填充了涂层孔隙，增

热性，可作为原料制备隔热涂料。 有学者对二者的
热性能进行了评估。 Ａｒｉｚｍｅｎｄｉ － Ｍｏｒｑｕｅｃｈｏ 等 ［２４］ 介

学反应法对冷敷后的料浆进行热固化，产生新的陶
瓷相。 该研究中由于 Ａｌ － ＴｉＯ ２ － Ｂ ２ Ｏ ３ 放热体系的加
强了涂层的结合强度，提高了涂层的致密性；９５０ ℃

加热固化后高强度新相 ＴｉＢ ２ 、Ａｌ ６ Ｓｉ ２ Ｏ １３ 的形成，提高
了涂层的耐冲蚀磨损性能。 研究表明：在不同转速
的条件下，复合涂层抗腐蚀磨损性能相对基体提高
了 ２ ～ ３ 倍。

Ａｎ 等 ［２２］ 同样引入 Ａｌ －ＴｉＯ ２ － Ｂ ２ Ｏ ３ 放热体系，以

粉煤灰为原料，通过热化学反应在 ４０Ｃｒ 钢基体上制

阻隔型隔热涂料

粉煤灰以及从中提取的粉煤灰漂珠具有低的导

绍了一种基于再生粉煤灰微珠的电沉积热障涂层的
高温性能，测量了粉煤灰和粉煤灰微珠的热性能。
在 １ ２００ Ｋ 下，导热系数分别为 ０．１７ Ｗ ／ ｍＫ 和 ０．３２

Ｗ ／ ｍＫ，证实了其用于高温应用超低导热率绝热材
料的潜力。 Ｃｈáｖｅｚ － Ｖａｌｄｅｚ 等 ［２５］ 测量电泳沉积的粉
煤灰和粉煤灰空心微珠涂层的导热率导热系数的降

备了玻璃 ／ 陶瓷复合涂层。 放热体系的加入可以促

低主 要 与 粉 煤 灰 空 心 微 珠 的 充 气 核 心 有 关。
Ｃｈáｖｅｚ － Ｖａｌｄｅｚ 提到自洽场（ ＳＣＦ） 概念的粉煤灰涂

更高的致密性和更低的孔隙率。 对于酸、盐和油浸，

随机的空心微球组成，且微球内充满空气。 在此，假

进新相的形成，与未添加放热体系的涂层相比，具有

层导热系数模型，粉煤灰涂层被认为是由许多位置

耐腐蚀性分别较基体增加了 ２７．４０、３．９７ 和 １．８８ 倍。

定微球的固体壳为致密的多晶莫来石相，将孔隙率

粉煤灰做防腐涂料还可应用于其他基体，如烟

何形状如图 ５（ ａ） 所示（ ｒ ｃ 、ｒ ｓ 、ｒ ｍ 分别为岩心半径、球

１ １ ３

其他基体

囱内壁、耐酸胶泥等。 陈安仁等 ［２３］ 利用粉煤灰作为
填料，制备了粉煤灰耐酸胶泥、粉煤灰烟囱内壁防腐
涂料和粉煤灰环氧沥青防腐涂料。 试验对比了高钙

考虑为围绕中空微球的连续空气介质。 该模型的几
体半径和连续介质半径，θ 为半径与 ｚ 轴夹角） 。 典
型的空心破碎微球的 ＳＥＭ 图像如图 ５（ ｂ） 所示。

灰和低钙灰的性能，对于粉煤灰耐酸胶泥和粉煤灰
环氧沥青防腐涂料更适合低钙灰，因为高钙灰中游

离 ＣａＯ 和水泥矿物与 ＮａＳｉＯ ３ 易发生反应，从而促使
耐酸胶泥快速凝胶，影响施工，低钙灰游离钙和水泥

矿物质少，对耐酸性介质较有利。 ３ 种材料中粉煤
灰用量占比分别为 ５６％、３５％、３４． ５％，其产品原材
料 成 本 与 国 内 其 他 同 类 产 品 比 较， 价 格 降 低 了

１７％ ～ ４８％。
１ ２

隔热保温涂料

目前，根据隔热反应机理可将隔热涂料分为阻

图５

Ｆｉｇ．５

自洽场概念模型及典型的空心破碎微球的 ＳＥＭ 图 ［２５］

ＳＣＦ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ＳＥＭ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ｏｌｌｏｗ ｂｒｏｋｅｎ 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２５］

本课题组以阻隔隔热为主要机理制备了保温隔

隔型、反射型和辐射型 ３ 种。 此外，具有 ２ 种或 ２ 种

热涂料。 郑楠等 ［２６］ 制备了一种建筑外墙隔热保温

和反射型多重隔热机理如图 ４ 所示。 粉煤灰漂珠是

３ 种填料制备的隔热涂料的性能。 由于 ３ 种填料结

好、耐高温、导热系数低等许多优良特性，在隔热保

异。 粉煤灰漂珠、硅藻土及沸石分子筛的 ＳＥＭ 照片

以上隔热机理的混合型的涂料也逐渐出现，阻隔型
粉煤灰中的一种珠状颗粒，具有壁薄中空、流动性
温涂料中应用较多。

涂料，主要对比了粉煤灰漂珠、硅藻土、沸石分子筛
构不同，表面具有一定差异，导致其导热系数也有差
如图 ６ 所示，粉煤灰漂珠表面光滑，硅藻土表面具有
小孔，沸石分子筛比表面积较大。 经测定 ３ 者导热
系数均较低，隔热性能良好，其中沸石分子筛制成的
隔热涂料保温隔热性能最好。 宋慧平等 ［２７］ 以粉煤
灰为原料制作了沸石分子筛，以此为填料制备了一
种建筑外墙隔热保温涂料，其保温性能优于其他同
类型保温涂料。

Ｆｉｇ．４

２６

图４

隔热涂料隔热原理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ｅａｔ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ｔｉｎｇ

１ ２ ２

反射型、辐射型隔热涂料

二氧化钛（ ＴｉＯ ２ ） 是白色固体，折光力强，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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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 等 ［３４］ 同样通过化学沉积法将 ＴｉＯ ２ 沉积在

粉煤灰漂珠表面，制备能够反射太阳光的隔热涂料。
为了提高粉煤灰漂珠的活性，利用 Ｃａ（ ＯＨ） ２ 对其进
行改性，改性后的漂珠等电点降低，水合 ＴｉＯ ２ 和漂
图６

粉煤灰漂珠、硅藻土及沸石分子筛的 ＳＥＭ 照片图
Ｆｉｇ．６

［２６］

ＳＥＭ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ｂｅａｄ，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
ａｎｄ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

珠表面之间的静电排斥力显著降低，有利于 ＴｉＯ ２ 的
负载（ 图 ８） 。 在试验测试中，涂有复合颜料的涂料
使硅酸钙板的内表面温度降低了约 ２８．１ ℃ 。

高，可与粉煤灰进行包覆反应制备隔热涂料。 由固
体表面热力学原理和晶体生长可知，新相在已有的

固相上成核长大，体系的 Ｇｉｂｂｓ 自由能的增量小于
自身成核体系 Ｇｉｂｂｓ 自由能的增量，即非均相成核
优先于均相成核 ［２８］ 。 根据静电吸引中和理论，水合
二氧化钛带正电荷，而在水中处于搅拌状态的粉煤
灰漂珠带负电荷，两者相互吸引，电荷被中和的同时
发生包覆反应 ［２９－３０］ ，反应式为
Ｔｉ（ ＳＯ ４ ） ２ ＋（ ｎ ＋ ２） Ｈ ２ Ｏ

ＴｉＯ ２ ·ｎＨ ２ Ｏ

→ＴｉＯ ２ ·ｎＨ ２ Ｏ↓ ＋ ２Ｈ ２ ＳＯ ４ ，
→ＴｉＯ ＋ｎＨ ２ Ｏ↑。

（１）
（２）

因此，不少学者基于以上原理利用二氧化钛包
覆粉煤灰制备隔热涂料。 陆洪彬等 ［３１］ 以硫酸钛为
钛源，采用非均相沉淀法制备二氧化钛包覆粉煤灰
漂珠，主要探讨了温度、ｐＨ 和反应时间对包覆性能
的影响。 图 ７ 为不同反应条件下二氧化钛包覆粉煤
灰的 ＳＥＭ 图，在反应温度 ７０ ℃ 、ｐＨ ＝ ７、理论包覆厚
度为 １．０ μｍ、反应时间为 ６ ｈ 的条件下，二氧化钛在
粉煤灰漂珠表面分布均匀，利用其所制得的隔热涂
料与黑漆的温差达 ３１ ℃ 。 利用该包覆材料制备的

太阳热反射隔热涂料的热反射比达 ９７％ ［３２］ 。 冯春

图８

Ｆｉｇ．８

１ ２ ３

改性前后 ＴｉＯ２ 在粉煤灰漂珠（ ＨＦＢ） 上负载情况 ［３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Ｏ２ ｏｎ ＨＦＢ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４］

其他类型隔热涂料

相变材料是利用潜热吸收，能量存储和相变释
放的材料。 张之秋等 ［３５］ 介绍了一种可用于多种物
体表面的水系相变调温隔热涂料及制备方法。 所用
低导热性的填料为粉煤灰漂珠和真空陶瓷微珠。 相
变材料的引入赋予涂层智能调温功能，阻隔、反射和
辐射 ４ 种机理协同效应，大大提高了涂料的隔热性
能。 Ｓｏｎｇ 等 ［３６］ 研究了粉煤灰基沸石为载体的复合
相变涂料。 主要工艺为：首先利用粉煤灰制备粉煤
灰基沸石，然后与二元 ／ 三元相变材料结合，制备相
变颗粒。 将这些相变颗粒用作功能填料，以制备相

霞等 ［３３］ 利用二氧化钛包覆粉煤灰漂珠的材料制备

变涂层。 经过测试，二元 ／ 三元相变颗粒热稳定性良

外墙隔热涂料，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均具有优异的降

１ ３

温效果。

好，且均达到使人体舒适的温度。
防火涂料

粉煤灰理化性质稳定，耐高温、耐腐蚀、质量轻、
低导热系数、化学稳定性好，具有优良的热物理性
能。 由于粉煤灰的结构相对密集，在高温熔融状态
下冷却较快，可在涂料中起到阻燃和防火作用。

１ ３ １

钢结构防火涂料

郝炯等 ［３７］ 以聚磷酸铵、季戊四醇、三聚氰胺为
阻燃体系，以粉煤灰为抑烟剂，制备膨胀型钢结构防
火涂料。 主要研究粉煤灰含量对涂料耐火性能及烟
密度的影响。 粉煤灰的加入能降低烟密度，在特定
图７

不同温度和 ｐＨ 所制备二氧化钛包覆粉煤灰 ＳＥＭ 图 ［３２］
Ｆｉｇ．７

ＳＥＭ ｏｆ ＴｉＯ２ ｃｏａｔｅｄ ｆｌｙ ａｓ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３２］

比例下提高耐火性能。 粉煤灰含量为 １３．０ ｇ 的涂料
试样在试验条件下性能最佳。 腾丽影 ［３８］ 采用共混
法制备了水性环氧超薄型钢结构防火涂料。 环氧乳
液为基料，同样以此为阻燃体系，加入可膨胀石墨为
２７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６ 卷

洁净煤技术

阻燃助剂，主要研究了不同填料粉煤灰漂珠、纳米二

及阻燃性能没有明显线性关系，在特定比例下能够

氧化钛、钼酸铵、三氧化二铁对防火涂料性能的影

提高涂料的耐火性能。 粉煤灰含量为 １２．０ ｇ 的涂料

纳米二氧化钛和粉煤灰漂珠用量均为 ３％ 时，防火

Ａｈｍｅｄ Ｓｈａｉｋｈ 等 ［４５］ 利用碳纤维（ ＣＦ） 和玄武岩纤维

响。 研究表明：硅烷偶联剂 ＫＨ５７０ 改性效果最佳，
性能最佳。

Ｗａｎｇ 等

［３９］

以 粉 煤 灰 和 炉 渣 为 主 要 原 料，
Ｎａ ２ ＳｉＯ ３ 为碱活化剂，利用溶胶 － 凝胶法制备了阻燃
涂料。 确定了 ２５％的粉煤灰或炉渣为最佳添加量。
炉渣基涂料的阻燃效果主要取决于水化硅酸钙的脱
水作用，而粉煤灰基涂料则主要具有阻隔作用。
Ｔｅｍｕｕｊｉｎ 等

［４０］

以粉煤灰为主要初始成分，制备

了耐火地聚合物型涂料，主要研究 Ｓｉ ／ Ａｌ 和水 ／ 水泥
比值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高硅含量的黏结强度最

在 试 验 条 件 下 抑 烟 效 果 较 佳。 Ｆａｉｚ Ｕｄｄｉｎ

（ ＢＦ） 增强钠活化和钾活化的粉煤灰地聚物，制备涂
覆于木材上的防火材料。 研究表明：钾活化的粉煤
灰耐火性和可加工性较好，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耐
火性提高。 由于碳纤维的热导率较高，热量易散发，
提高了材料的阻燃性，较玄武岩纤维性能好。 涂有
含 ＣＦ 的厚层地质聚合物涂层的木材焦深如图 ９ 所
示。 最佳配置为 １．５％ 碳纤维增强的钾活化粉煤灰
地聚物涂层，碳纤维增强后的焦深减少了 ６７％。

好，大于 ３．５ ＭＰａ。 用 Ｓｉ ／ Ａｌ 和水 ／ 水泥分别为 ３．５ 和

０．２５ 的 １．５ ｍｍ 厚涂层，绝缘能力为 ９ ｍｉｎ。 增加涂
层厚 度 能 够 提 高 防 火 能 力。 Ｋｈａｎ 等 ［４１］ 研 究 了
Ｎａ ／ Ａｌ比和水 ／ 固比对粉煤灰基地质聚合物的涂层
材料黏着强度、凝结时间、微观结构和热稳定性的影

响。 研究表明： 当 Ｎａ ／ Ａｌ 和 水 固 比 分 别 为 １． ００ 和

０．３３时，达到最大黏附强度 ３．８ ＭＰａ。 涂层的附着力
在 ６０ ℃ 、６ 个月内仅发生微小变化，但该配方涂料
在 ８００ ℃ 由于脱羟基作用会不稳定。

Ｗａｎｇ 等 ［４２］ 通过混合法在钢结构表面制备粉煤

灰漂珠 ／ 环氧树脂等耐火涂料。 为改善粉煤灰与聚
合物黏结性，采用硅烷偶联剂进行改性。 硅烷偶联

剂可与粉煤灰漂珠中的羟基反应生成 Ｓｉ—Ｏ 键，其
他特征官能团可与某些环氧基团发生反应，从而提

图９

１ ４

涂有含 ＣＦ 的厚层地质聚合物涂层的木材焦深 ［４５］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ｔｉｍｂｅｒ 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ｃｋ

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Ｆ ［４５］

防水涂料

高粉煤灰与涂料的相容性。 通过粉煤灰漂珠改性耐

粉煤灰本身作为填料能够形成较为密实的材

火涂料的耐火性能燃烧法试验，讨论了粉煤灰漂珠
含量的影响，ＫＨ － ５７０ 改性效果较好，粉煤灰含量为

料，经改性、活化可以进一步提高其抗渗性和易性，

１ ３ ２

泥形成一个坚固而具有弹性的膜层，以及替代其他

５％时耐火性能最佳。

隧道防火涂料

隧道不仅承担着交通运输的功能，还作为电力
水源输送的途径，因此隧道的安全问题值得注意。
［４３］

也可参与制作渗透结晶性防水材料。 活化物质向水
泥内部渗透，与聚合物水泥混合，柔性膜层和硬性水
填料来降低防水涂料的成本。

１ ４ １

硫酸盐活化激发防水涂料

制备了一种隧道防火涂料。 研究了以多

唐酞峰 ［４６］ 以低钙粉煤灰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煤

种黏结剂、填料、发泡材料和助剂制成的涂料，其中

灰改性及化学激发制备了水泥基粉煤灰防水涂料，

粉煤灰用作填料。 其防火机理主要是：该涂料中硅

研究了不同处理方式对粉煤灰防水涂料性能的影

酸盐水化产物的气化而吸收热量、受热分解和相变

响。 工艺流程为：经过球磨筛分处理的粉煤灰与改

消耗热量；自身产生无毒惰性气体，破坏燃烧的必要

性剂和激发剂混合，恒温搅拌后，抽滤、干燥、筛分研

条件；形成发泡层。 从而具有较强的耐火性能，且不

磨制成防水涂料。 经表面改性后的粉煤灰制作涂

产生有毒气体。

料，其和易性和抗渗能力得到改善。 活化了的粉煤

方兴中

１ ３ ３

木材防火涂料

甘林儒等

［４４］

以粉煤灰为阻燃抑烟剂，制备粉煤

灰含量不同的木材防火涂料，并对其烟密度及阻燃
性能进行测定。 结果表明：粉煤灰添加量与烟密度
２８

灰与由 熟 料 水 化 生 成 的 高 钙 硅 比 的 水 化 硅 酸 钙
（ Ｃ －Ｓ －Ｈ） 凝胶发生二次水化反应，生成低钙硅比的
Ｃ －Ｓ －Ｈ 凝胶使孔结构高度细化，提高了材料抗折强
度和抗渗能力。 朱学军等 ［４７］ 通过化学方式对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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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进行改性，使原状粉煤灰成为一种既具有“ 钢性”

善聚氨酯涂料性能。 武润平等 ［５２］ 以粉煤灰为填料，

又具有“ 柔性” 的防水材料。 以攀枝花地区粉煤灰

加入硅酸钾、硅溶胶及其他添加剂，制备了粉煤灰无

为原料，该地区粉煤灰含钙量低、活性较低，通过氢
氧化钙和硫酸钠复合的方式来激发提高其活性。 研
究了粉煤灰掺比、水胶比和砂灰比等操作参数对防

机外墙防水涂料。 当钛白粉与粉煤灰的比例为 １ ∶

３ 时，无机涂料涂刷性 能 好， 硬 度 高， 抗 强 碱 浸 泡。
傅有为等 ［５３］ 以经偶联剂处理后的粉煤灰、丙烯酸类

水性能和抗压强度的影响。 研究确定的工艺参数为

高聚物为原料添加化学助剂制备水溶性防水涂料，

增加对抗压强度有利，但不利于试件防水性的提高。

好，且对施工条件要求不高。 稻壳灰是一种高硅火

粉煤灰掺比 ０．８、水胶比 ０．３８、砂灰比 ０．２。 砂灰比的
１ ４ ２

粉煤灰添加量在 １５％ ～ ３５％ 时，涂料的综合性能最
山灰材料，Ｚｈｕ 等 ［５４］ 将其与粉煤灰混合，制备防水

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渗透结晶型材料是依靠材料中的活性物质，在
一定条件下，从水中向混凝土的孔隙中渗透，结晶成
固体物质，使混凝土内部更加致密。 王全等 ［４８］ 制备
了一种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 以粉煤灰和硅
灰为载体与活性催化剂复合配制活性母料，通过正

涂料。 稻 壳 灰 的 加 入 可 以 改 善 涂 层 接 触 角， 活

性 ＳｉＯ ２ 和 蜂 窝 孔 效 应 使 涂 层 内 部 结 构 更 加 致 密。
稻壳灰中丰富的 ＳｉＯ ２ 组分削弱了 Ｃａ（ ＯＨ） ２ 与 ＣＯ ２
的反应，是提高防水性能的根本原因。

１ ５

铸造涂料

交试验确定添加剂用量。 该防水材料具有良好的工

铸造涂料是涂刷于铸型的型或芯表面，用来改

作性和渗透结晶效果，达到了国家标准中水泥基渗

善铸件成型效果以及表面化学稳定性抗、保护铸件

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ＩＩ 型的要求。 同时，二次抗渗试
验证明，该材料具有自愈合能力，其重点在于活性母
料的研制和开发。

１ ４ ３

温黏结剂、悬浮剂、耐火粉料及其他添加剂等组成。
目前，华建社课题组对此研究较多。 该课题组

聚合物水泥改性防水涂料

有机聚合物乳液与水泥混合会形成一个既坚固
又具有弹性材料。 苑金生

表面和有利脱模等功能的一种涂料，一般由载液、高

［４９］

分析了粉煤灰生产铸造涂料的可行性，并进行涂料
制备以及性能检测，结果表明各项性能指标优良，满

以粉煤灰微珠、蒙脱土

足要求。 粉煤灰与铸造涂料所用骨料成分相似，在

为填料，制备了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涂料。 研究了其

其他物理性质方面也具备耐火材料性质，有一定耐

配方设计原理、生产工艺、产品技术性能、特点及经

火度，基本可以满足生产铸型涂料的要求。 主要生

济效益。 其材料有如下特点：乳液与水泥的结合形

产工艺为：悬浮剂和黏结剂经预处理后与耐火粉料

成互穿网络结构；通过调整液料粉料配比可以生产

混合搅拌，同时加入溶剂和添加剂，经粉碎、均化，最

不同力学性能的材料；对于施工的条件要求不高，且
结合良好。 张陆阳 ［５０］ 通过测试涂料的力学性能、耐
水性能以及结构，研究了聚合物乳液、水泥类型及掺
合料粒度分布对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涂料涂膜性能的
影响。 水泥的水化会在聚合物成膜前发生，网状结
构体会在水泥化以及聚合物成膜的过程中生成，活
性聚合物颗粒表面可以与 Ｃａ 、Ｃａ（ ＯＨ） ２ 固体表面
２＋

或硫酸盐表面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提高水泥水化产
物以及混凝土骨料之间的黏结力。

１ ４ ４

其他类型防水涂料

由于粉煤灰的结构、性质和某些材料相似，可以
替代或部分替代某种原料，达到性能达标又节省成
本的目的。 由于粉煤灰和滑石粉的化学成分相近，
两者均以二氧化硅为主，彭利

［５１］

后罐装成品 ［５５－５６］ 。 改变粉煤灰与高铝矾土的配比
制备铸造涂料，通过测定其悬浮性、条件黏度、耐磨
性暴热抗裂纹性和抗黏砂性，确定 ５０％为合适的粉
煤灰添加量 ［５７］ 。

随后，研究了各组分添加量对涂料性能的影响。

有机膨润土加入量增加，涂料的悬浮性提高，条件黏
度增加，但涂料的高温抗裂性变差 ［５８］ 。 可分散性乳
胶粉的含量越多，金属液的渗透深度越浅。 机械黏
砂的渗透机理公式为
Ｆ １ －Ｆ ２ ＝ Ｐ ＝ ２σ ／ （ ｒｃｏｓ α） ，

（３）

式中，Ｆ １ 为金属液渗入砂型时的渗透动力；Ｆ ２ 为金

属液渗入砂型时的渗透阻力；Ｐ 为金属液渗透压力；
σ 为表面张力；α 为湿润角；ｒ 砂子之间的空隙半径。

以粉煤灰替代部分

由于表面张力和空隙半径确定，金属液渗透深

滑石粉作为固体填料，制备了聚氨酯防水涂料。 在

度由润湿角 α 决定，可分散乳胶粉含量增加，润湿

于粉煤灰吸油性大于滑石粉、ｐＨ 值小于滑石粉，能

乙基纤维素（ ＥＣ） 中含有大量的—ＯＨ 键，可与膨润

满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粉煤灰掺量可达 ４０％。 由
够改善泛油问题，也为聚氨酯反应提供一个更稳定
的化学环境。 粉煤灰的加入既可降低成本，又可改

角也增加，因此渗透压力减小，渗透深度也越浅 ［５９］ 。
土表面氧原子之间形成氢键连接，使膨润土仅仅吸
附于乙 基 纤 维 素， 防 止 下 沉。 因 此， 乙 基 纤 维 素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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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Ｃ） 的增多可以改善涂料悬浮性 ［６０］ 。 黏结剂聚乙

可用来制备隔热保温涂料、防火涂料；利用其胶凝效

氧（ —Ｏ—） ，二者均可与膨润土表面反应生成氢键，

来制备气体密封涂料、防水涂料以及防腐涂料；根据

烯醇 ＰＶＡ 的分子结构中存在—ＯＨ 电子与大量的醚
同理黏结剂聚乙烯醇 ＰＶＡ 的增加也可改善涂料悬
浮性。 增加聚乙烯醇缩丁醛 ＰＶＢ 加入量，也能大幅
度 提 高 涂 料 的 悬 浮 性， 但 高 温 抗 裂 性 会 逐 渐
变差

［６１－６２］

１ ６

。

应可改善材料内部孔隙结构，提高涂料的密实度，用
其形态及微观效应可用来制备铸造涂料，保护铸件。
在此基础上利用一定的改性和活化工艺可以提高其
功能性。 以粉煤灰为原料，通过各种工艺制备了众
多类型的功能涂料，取代或部分取代相应的原料，实
现变废为宝。

封堵涂料
为了进一步提高粉煤灰的资源利用率，最有效

虽然粉煤灰在涂料行业以取得较多进展，但是

的方法之一是利用蒸汽磨机或其他超级微型轧机将

由于技术限制，还存在一些问题：① 粉煤灰的加入

粉煤灰研磨成超细粉煤灰，有利于减少残留碳的危

量仍较低，且大量粉煤灰可能会影响结晶，减缓火山

害，改善材料形态、矿物学和化学成分。 此外，粉煤
灰中未燃烧的碳会导致高吸水，使涂层易于开裂。

灰反应。 ② 粉煤灰中未燃烧的碳会导致涂层的高
吸水性，从而使涂层容易开裂。 ③ 煤粉炉和循环流
化床锅炉产生的粉煤灰在化学成分、矿物学成分、物

超细粉碎技术可以减轻这些缺陷。
地下煤矿因封堵不严会有瓦斯泄露等情况，严
重威胁了井下工作人员安全。 为了满足地下煤矿开

采的特殊安全要求，本课题组 Ｓｏｎｇ 等 研究了以
苯乙烯 －丙烯酸乳液（ ＳＡＥ） 和超细粉煤灰（ ＵＦＡ） 为
［６３］

相组成和颗粒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后者在涂料中
的应用较难实现。 ④ 灰色粉煤灰的低白度导致最
终涂层产 品 出 现 不 良 外 观， 仅 适 于 颜 色 要 求 低 的
地方。
目前，利用蒸汽磨机将其超细粉磨是提高粉煤

原料，制备井下煤矿密封涂料，以提高地下矿山工人

的安全性，超细粉煤灰的用量可达 ６０％。 然而，煤

灰掺量、减少残碳危害的一种解决方法。 下一步工

面活性剂可改善以上情况，磷酸三丁脂（ ＴＢＰ） 的添

料的整体性能、降低制备经济成本等问题，实现粉煤

的表面疏水性使气体密封材料难以渗透煤。 加入表
加 可 以 优 化 微 观 形 态、 内 部 微 观 结 构 和 结 合 强
度

［６４］

。 添加 ＴＢＰ 还可以促进界面上的紧密接触，

从而在煤样品中实现有效渗透，并增强涂层的气密

性。 同时，探讨了气体密封涂料的固化机理。 在粉

作需关注如何进一步提高粉煤灰的利用率、提高材
灰作为二次资源的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煤灰水泥改性涂料的固化过程中，原料中的水、乳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ｎｏｒ⁃

有机化学反应，使涂层内部结合致密，涂层与煤壁的
此外，涂层中无机颗粒的稳定性对密封性能也

［２］

颗粒间的静电排斥力和空间位阻，防止了颗粒的团

聚并确保了气密涂料中粉煤灰基填料的稳定性。 在

［３］

２

结

。

语

我国是粉煤灰排放大国，大量的粉煤灰堆置不
加处理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 由于粉煤灰的自

［４］

景延会，朱旭，霍龙， 等． 浅谈粉煤灰及其 在混凝土中的应用
［ Ｊ］ ．价值工程，２０１８，３７（２６） ：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０－１９１．

施惠生．高钙粉煤灰用作水泥混合材若干问题的探讨［ Ｊ］ ． 水
泥，１９９７（５） ：３－６．

ＳＨＩ Ｈｕｉｓｈｅ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ｃａｌｃｉｕｍ
［５］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ｓ ｃ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Ｊ］ ． Ｃ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５） ：３－６．

ＡＬＩ Ｂ，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ＬＡ， ＳＨＡＨ Ｓ Ｈ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ｕｒａｂｌｅ，ｄｕｃ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ｇｌａｓｓ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ｙ ａｓｈ ［ Ｊ ］ ．

潜在利用价值。 近年来，关于粉煤灰在涂料行业利
３０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０） ：１１３－１１５．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Ｊ］ ．Ｖａｌ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８，３７（ ２６） ：

身结构、火山灰效应、胶凝效应等特点，具有很大的
用的研究不断深入，利用其低导热性、耐高温等特点

用［ Ｊ］ ．能源与节能，２０１５（１０） ：１１３－１１５．

ＪＩＮＧ Ｙａｎｈｕｉ，ＺＨＵ Ｘｕ，ＨＵＯ 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提 高 了 涂 层 的 气 密 性， 并 有 助 于 其 在 煤 矿 中 的
应用

任启欣，赵亮，李超． 粉煤灰对环境的危害及其在建材中的应

ａｓ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Ｊ ］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煤矿进行中试喷涂试验，结果表明所添加的分散剂
［６５］

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０，５２（２） ：１－５．

ＲＥＮ Ｑｉｘｉｎ，ＺＨＡＯ 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Ｃｈａ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ｏｆ ｆｌｙ

有很大影响。 石墨和炭黑的表面疏水作用是团聚的

主要影响因素。 分散剂六偏磷酸钠（ ＳＨＭＰ） 增加了

工业，２０２０，５２（２）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ＭＥＮＧ Ｙｏｎｇｂｉａｏ． Ｂｒｉｅ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液、水泥和超细粉煤灰之间可能发生一系列无机和
黏结性增加，有效改善涂层的气体密封效果。

张祥成，孟永彪．浅析中国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现状［ Ｊ］ ． 无机盐

［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２５１：１１８－９８０．

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Ｂ Ｔ，ＣＨＡＴＣＨＡＷＡＮ Ｒ，ＳＡＥＮＧＳＯＹ Ｗ，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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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秀等：粉煤灰在涂料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ｖｅ ｍｏｒ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 ［ 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７］

［８］

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９，２０９：１７６－１８６．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ｇ，ＳＵＮ Ｈｅ，ＳＵＮ Ｚｈｉｈｕｉ，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

ａｓ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０，３１（ ３） ：

［１９ ］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ｃｋ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ｆｌｙ ａｓ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８（４） ：７６３－７７０．

宗燕兵，张学东，李飞． 粉煤灰陶瓷的制备及致密化过程探讨
［ Ｊ］ ．环境工程，２０１９，３７（４） ：１４８－１５２．

［９］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７（４） ：１４８－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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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２３（３） ：３３２－３３８．

李 延 升． 反 射 近 红 外 辐 射 涂 料 的 研 究 ［ Ｄ ］ ． 长 沙： 中 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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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 Ｓ２） ：２０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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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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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 Ｄ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５１］

［５２］

ｏｎ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 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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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ｓ［ Ｊ］ ．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２６（６） ：１７０４－１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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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 ／ ３） ：７４８－７５２．

彭利．粉煤灰在聚氨酯防水涂料中的应用探讨［ Ｊ］ ． 中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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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 ｓｏｌ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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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唐明． 多组分改性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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